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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党带进来

景跃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广为使用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定格于当今的意义之前，它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历程，其中涵义蝶变幅度之大几乎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加以形容。②在一

个特定的截面上，不妨将其和“政府与市场”并置起来。在逻辑上，两者可以视为是等值的——

皆以国家 / 政府作为中轴，分别对称于市场和社会 ；③而且两者回答的问题也是同构的 ：国家 / 政

府究竟应该干什么？国家 / 政府究竟干了些什么？——前者是价值维度的关注，后者是经验维度

的设问。区别在于，相比于市场，社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正是这一特点为国家与社会

关系范畴的跨学科运用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

当然，逻辑上的并列关系在经验研究中可以转化为序列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研究来说，政府

与市场关系在阶位上要优先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因为只有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

我们所要讨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有机会得以登场。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国内学界对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关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点——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尤其是作为分水岭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从那开始，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公共行政学 / 公共管理学、法学、

【内容摘要】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其在中国场景下的具体运用始终伴随着不

同维度的反思，其中政党进路构成了一个颇具学术潜力的视角。就政治功能而言，中西政党都

发挥了相似的中介功能——连接（市民）社会与国家。然而，相似的功能无法消弭两者之间的

结构性差异。西方政党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中共的位置在国家中构成了公权力的组成部

分。政党的位置差异深刻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根据中国国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分

析范畴进行必要的调适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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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名义下，讨论民主化、市民社会 / 公民社会、

公民权利、国家形成、国家能力建设、社会治理、社会运动、政府机构改革、法治建设等诸多议题。

在这些讨论中，大致可区分出两种不同形式的学术实践 ：一种本文称之为“直通式操作”，

认为（默认）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宜的普遍性，秉持拿来主义的立场 ；与之相

对的是“审慎式运用”——主张在使用这一分析范畴的同时保持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尝试将中

国国情的变量考虑进来。当然，这种区分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操作，实际情形很可能是程度不同的

混合。大体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 / 本土化的语境下，国内学者大多承认这一范畴与中国

国情相结合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诸多修正方案。④

在这些充满智慧的方案中，有一种观点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已然呈现，这便是林尚立教授的

主张——从政党角度来思考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笔者用“将政党带进来”概称这一探索）。

自本世纪以来，林尚立教授发表了数篇论文，其中下面这段引语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思考进路 ：

“在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简单是两者之间关系，因为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而且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所以，在中国，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涉及到党，该变化是在党、国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框架内展开的。”⑤基于

多年基层政治的经验研究，笔者对这一观点颇为认同，2005 年曾发表《国家、政党与社会 ：三者

维度的关系——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一文，从一个特定角度对此作出了呼应。⑥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知，相关文章

和博士论文的数量正在逐年上升，其中有一些已经直接涉及本文的话题。⑦但笔者以为，学界对

政党维度的反思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或与其重要性相比，所得到的关注尚不成比例。导致这一

局面可能有不少客观原因，然而反思本身在理论言说方面还有很多空白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因。为

此，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概念分析，以拓展和深化政党维度的反思，

并将相关的学术成果整合进新的分析叙事脉络之中。

政党的位置：从萨托利开始说起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术研究中，主张“将政党带进来”，究竟意味着什么？⑧具体来说，要

将政党带到哪里去？是带进社会之中，还是带入国家之内？抑或在国家与社会之外自设一个独立

的节点，从而形成政党 - 国家 - 社会关系的三元格局？⑨这样的思考方式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

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也捎带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党的结构性位置对于我们

思考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⑩

本文的回应是双重肯定，因为无论是议题的设置，还是提问的方式，皆体现了政党维度思考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切入点，与此同时它也构成了本文写作的逻辑起点。两点合一，将我们的注意

力引向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大师萨托利——其关于政党政治的学术著述为我们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

础和知识前提。

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萨托利相当详尽地讨论了政党制度的不同类型。对于中西比

较而言，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区分莫过于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标题所制作的分类，亦即作为“部

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笔者以为，这一区分对于比较政治学尤其是中国政治研究具

有双重意义 ：第一，它继承了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学术雄心和分析架构，其研究对象囊括了所有的



87Aug.   2019

特　　稿   二 O 一九年  第八期

政党制度 / 政治体制，力求在普遍与特殊关系的脉络中理解政党政治的复杂性 ；第二，以“部分”

和“整体”作为关键变量，在对照和比较中，揭示了作为“整体的政党”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特殊

联系，从政党学说的角度为“党国体制 / 政党国家”（party-state system）一词奠定了学理基础。⑪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作为参照系的“部分的政党”以及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作为

部分的政党”在英文表达上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复数，特定的政党代表了社会中的特定利益——

这是“部分”的真实意义。反过来说，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政治代表上体现为多党制——

这可以理解为由部分构成了整体（政党体系）。二是“小写”，由于存在彼此竞争的众多政党，每

一个政党都是政党体系中的一个（a）。按照这样的思路按图索骥，“部分的政党”在经验领域的

体现便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

政党（复数）代表社会的不同利益这一说法，意味着政党具有某种程度的双重性 ：一方面它

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政党离开了民众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另

一方面政党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培养和输送政治人才，还是提出政治纲领和公

共政策，它始终围绕着掌握或分享国家权力这一目标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政党不但是竞争性

选举的工具，也是连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桥梁。

政党的这种双重性尤其是对国家权力的指向性，使政党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权力发生制度性的

勾连。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使政党区别于各种利益集团），然而强调

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 ：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谱系上，政党的结构性位置坐落在市民社

会之中。尽管卡特尔政党的演变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出现

了所谓的“政党国家化”现象。但是，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政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机

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卡特尔化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作为部分的政党之性质 ；在

与“作为整体的政党”比较时，这一点显示得非常清晰。⑫为了便于对照，我们用“政党在社会中”

来描述自由民主制条件下政党的结构性位置。

作为一个对比，党国体制中的政党不是代表部分的政治组织，它代表的是整体。中国学者对

于这一观点并不陌生，事实上，人们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中共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的。如

果说“作为部分的政党”，其位置在（市民）社会中，那么“作为整体的政党”则正好相反。对

此萨托利写道 ：“如果一个政党不能单独产生其自身的系统（政党体系），系统在哪里？……考虑

到单一政党不能与其他政党相互作用，它有明确界限的、模式化的和自我维持的相互依赖的领域

是什么？一些学者用‘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这个词恰当指出了这个系统所处的位置。……

用抽象的推理语言来说就是 ：尽管作为部分的政党正由于这个原因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国家，作为

整体的政党从概念上讲只能把自己等同于国家。两个整体只有倾向一致才能共存。从这个意义上

说，单一政党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的复本（a duplication of the state）。”⑬为了区别于西方的政党政治，

本文以“政党在国家中”来表达这一点。

萨托利关于政党位置的叙述为本文的讨论奠定了坚固的基石，沿着他的思路，我们可以在以

下两个方面作更为详尽的分析。

第一，在萨托利关于“作为部分的政党”分析的基础上，增添一个新的参数或维度——政党

与国家的关系。在适当限定的情况下，它可以用“党政关系”来加以表达。由此形成表 1。

表 1 提醒我们，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层面的党政关系 ：就现代政治是政

党政治这一特点而言，政党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党政结合”便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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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现代政府称为“政党政府”。然而，在实行多党制和定期竞争

性选举的背景下，特定的执政党与政府的结合并非恒常如故，而是经常变更，所谓铁打的衙门（国

家机构），流水的政党。就此而言，政党与政府是可以分离的（所谓“党政分开”）。故而，政党

与政府的必然结合和具体政党与政府的必然分离（成为在野党）是两个可以同时为真的命题。

表 1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党政关系

原则 / 操作
党政关系

党政结合 党政分离

一般原则 Y N

具体政党 Y Y

注 ：（1）Y 表示成立，N 表示不成立。

（2）表中的“党政关系”及“党政结合”/“党政分离”均是在政党政治的意义上使用的，涵

盖了不同的政党制度类型和政体类型，自由民主制与党国体制中的“党政关系”是这一普遍类型

的不同亚类。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建构一个包容不同政党制度 / 政体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辨析和比较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位置及其意义。为此，可以将萨托利关于部分与整

体的政党分类与本文新增添的维度结合起来，形成下面的矩阵（参见表 2），其中政党与国家 - 社

会关系可视为外部维度，党政关系可视为内部维度。

表 2　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位置

内部维度
外部维度

党在国家中
（作为整体的政党）

党在社会中
（作为部分的政党）

党政结合 A B
党政分离 C D

表 2 为我们提供了四种具体的类型，其中 ：

A ：政党与国家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且这一联系是制度化的、长期性的，不存在政党轮替

的现象，因而也不存在党政分离的问题 ；所谓“政党在国家中”便是指这种类型。在经验世界与

之匹配的是党国体制。

B ：政党虽然居于市民社会，但其生存目标是通过竞争性选举成为执政党，掌握或分享国家

权力。尽管如此，政党组织本身不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经验意义上，它是西方国家中的执

政党。

C ：是一个逻辑矛盾，因为政党不可能一方面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又与国家机

器相分离。翻译成经验语言，这等于说在党国体制中，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

D ：政党在市民社会中，但尚未与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这意味着该政党处于在野地位，或

在刚结束的大选中丢失了执政的权力。

上面四种类型在逻辑上穷尽了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居位置的可能性。严格地说，在经

验世界中只存在三种可能的状态（排除了类型 C）。这一分类为我们在比较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

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据此，可以对本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某种形式的重构 ：

如果说从西方引进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在经验性上与“部分的政党”联系在一起，那么，当政

党的结构性位置从市民社会移向国家，从“作为部分的政党”转向“作为整体的政党”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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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的位差对作为原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是否重要？是否值得

在方法论层面展开讨论？具体而言，这些设问可以表达为三个相关而递进的子题 ：

第一，如果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位差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那么基

于西方政治现代化经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应该做出怎样的调适，以适应新的政治场域？具体

到中国语境，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中的“国家”？在讨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

系时，我们是否需要为政党的角色留出某个位置？

第二，如若根据本土国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做出相应的调适，那么对特殊性的关照是否

有可能伤害这一分析范畴的普遍性？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何在深化认识中国政治的同

时，拿捏好这一分析范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第三，将“政党带进来”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向度，这有助于提升范畴

的区分度和精准度，与此同时也提高了分析范畴与具体场景的匹配要求。这对研究者的问题意识

和经验敏感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具体的经验分析怎样才能做到恰当使用，

而不是机械套用？

本文以下三节将分别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而展开。

政党位置的变化对国家 - 社会关系范畴的影响

（一）概念的变化 ：作为公权力的国家

当政党从市民社会的位置移向国家领域时，一个概念问题产生了 ：此时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

“国家”？这一设问的意指可化解为两个层面 ：首先，学术界是如何看待国家的？其次，将政党带

进国家，对国家概念会造成何种影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国家一词是在两大知识传统中加以运用的 ：一是

在马克思主义脉络内、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学说 ；一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联系在

一起的国家理论，以马克斯·韦伯的界定为经典范本。两种国家观虽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但分

享了一个核心观点 ：即国家是一种暴力工具，而且是一种具有垄断性或排他性的暴力工具。若用

一个最具兼容性同时又最少争议性的关键词来表达这种理解，则非“公权力”莫属，国家就是行

使公权力的机器 / 工具。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将政党带进来”（带进国家）意味着政党成为公权力的行使主体——

这正是“党国体制”一词所包含的意义。如果说学术界对此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

而言，这一点可谓毫无疑义。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并不区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甚至非国家

机构），在他们眼中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等都是“政府”。⑭

此处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对照。当政党位置在（市民）社会中时，可以得到如下的概念公式 ：

公权力 =国家 =（广义）政府。

在这一语境下，国家与政府在用词方面通常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例如“政府与市场”也可以

称为“国家与市场”。在治理理论中，国家 / 政府、市场与社会是三个最为基本的思考单元，在这

一用法中，政府与国家具有同一性。

当政党的位置从社会移向国家领域——从复数变成单数，从小写变成大写，并与国家发生体

制性联系时，“公权力 = 国家 =（广义）政府”的公式不复有效。所谓“党在国家中”是指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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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作为公权力的构成部分而存在的。⑮谁也不会忽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 ：党中央与

国务院联合发文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中文有一个专门的组合词来指称这一现象，叫做“党和

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在“党和国家”这样的表述中，“国家”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

它不是比较政治学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不再等值于公权力，而只是公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有与政党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公权力概念。⑯为此，我们需要对公权力（国家）概念进行必

要的调适，构建一个立体型的新概念（参见图 1）。

在这一新的概念结构中，国家这一术语出现了两次，分别居

于概念的不同层次。在顶层，国家是一个与公权力等值的普遍性

概念 ；在底层，国家与政党并列（党和国家），是公权力的分享者。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淆，我们用“政府”一词来加以替代（党政

关系也是中文的通常表达）。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概念图式中，

国家与政府是不能相互置换的，前者居于逻辑的高阶位，后者只是公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国家概念的变化传导到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

在党国体制中，作为公权力的国家概念同时包含了政府与政党两个要素，这一变化为我们理

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林尚立在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时，这样写道 ：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相对于传统的党、

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说，变化最为明显的是 ：原先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一元格局’已被党、

国家、社会各自相对独立的‘三角关系’所取代。”⑰清华大学徐晓全在其博士论文中用下面的图

示来展示这一观点⑱。

与国家和社会关系不同，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框

架要求我们考察三组关系，它们分别是 ：（1）政府与社

会的关系 ；（2）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党群关系是其中

最为重要的部分）；（3）政党与政府关系（党和国家、党

政关系）。换言之，在党国体制的场景下，上述三个维度

的综合才能充分显示（西方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全貌。⑲

除了丰富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分析维度之外，政党 - 政府 - 社会三分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

中国政治的一些关键特征。例如，在党国体制的背景下，学界所讨论的“国家自主性”主要体现

为政党自主性。在国家公权力结构中，政党是一种能动的因素。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

一些基本关系，诸如政治与法律关系、政治与行政关系、法律与党规关系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方

法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经常出现的各种不同样式的运动式治理亦可视为党国体制之政治性（能

动性）的一种表现方式。⑳

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争论与重构

政党的结构性位置→政党在国家中→国家概念的重构，沿着这样的叙事逻辑，我们导出了政

党、政府与社会的三维框架。这已经叩响了本节主题的柴扉 ：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应当如何重构？

图 2　党 -政府 -社会三分框架示意图

图 1　党国体制的公权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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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分法抑或三分法

在党国体制中，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在逻辑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构思方式。第一种是将政党组织

充分纳入国家结构之中。20 世纪 80 年代学界曾有建议，将政治局这一决策核心纳入到作为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之中，从而消除中国政治中形式与实质的分离现象。这是一种将党政权

力合一的思路。㉑在这种情形下，将政党和国家视为同一体并无不当。也就是说，虽然西方自由

民主制“政党在社会中”，而党国体制“政党在国家中”，两者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但国家与社

会关系二分法可以分别描述这两种不同的极端情形。第二种方式是政党部分进入国家机构，与此

同时又在国家机构之外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两套相互重叠但又不完全重合的官僚等

级组织。㉒

从现实经验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第二种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意

义上的政党，以及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都面临了概念拉抻（conceptual stretching）的风险 ：

用西方的政党概念来套用中国的执政党虽不能说风马牛不相及（毕竟在渊源上有某种亲缘关系或

家族相似性），但至少难避“张冠李戴”之嫌疑。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研究中国政治时，更准确地说，在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从事

经验分析时，我们究竟是否应当将政党与国家区分开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回答

方式。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党国体制下，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分析国家与

社会关系时，将政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来处置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换言之，在经验

研究中可以将政党和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来处置。㉓

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这种做法有所不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我们可以把党

作为政治力量归结到国家的范畴，并由此来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党作为一种组织

力量，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与一般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有

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我们不能像研究其他国家那样，直接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研究中

国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

的重要作用。”㉔因此，虽然党国体制中政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但在进行学术分析时

应做适当的区分。㉕

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对于党国体制的基本特点并无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回答下面的问题 ：

在承认政党作为国家公权力一部分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将政党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处置？换一种

方式来表达，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渗透是否构成了无差别对待的充足理由？抑或相反，恰恰因

为如此才构成了区分党与国家的逻辑依据？

笔者以为，任何概念范畴都是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分析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是合适

与否，以及相比之下，哪一种概念工具更为适宜。以此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衡量标准，笔者倾向

于在概念建构中使用三分法，这一选择策略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兼顾国情与逻辑）的考量 ：

第一，就历史起源而言，政党与社会关系在时间上要早于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甚至在地方性政权建立之前，党与社会的关系便已存在。在建党之始，中

共将发动群众和社会动员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工作，如何处置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取得中国革命成

功的一个关键。建国之后，政党与社会关系并没有随着中共成为执政党而消失，相反在国家权力

的扶助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意味着在学术分析中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因素来处置。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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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政治原理而言，当代中国政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关系 ：一是国家维度的政府

与公民关系，主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工具来进行调节 ；二是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群关系），

主要体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关系。这双重关系基于不同的政治原理（集中体现在两种不同的

代表理论之中），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将政党与社会关系简约为国家与

社会关系有可能遮蔽当代中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变量。

第三，就经验分析而言，在考察政治体制的复杂关系和运作机制时，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

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分析维度，有助于打开被折叠的现实。若将政党与国家（政府）作为同一

物来处置，则有可能丢失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打个比喻，如果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

你得到的结论或许是 A，但如果同时考察政党、政府与社会三维关系，你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是 A，

而是 A1 甚或是 B。

第四，就逻辑关系而言，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与政党、政府和社会三分法并非全然对立。两者

皆致力于考察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的关系，所谓本自同根生，差异主要体现在经验维度——由于公

权力的构成不同而导致关系形态的变化。从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党国体制是后来者，政党、政

府与社会三分法是针对它的特殊情形而建构的。然而有趣的是，三分法的逻辑空间却要比二分法

来得宽广，也更有回旋余地。例如，当政党以国家 / 政府的名义且政党与社会关系和政府与社会

关系高度一致时，在经验分析时便可将三分法简化为二分法。但是反向过程并不存在，亦即二分

法在逻辑上无法包容三分法。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法更适合于分析党国体制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

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二）比较视野下的重构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分法”向“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三分法”的转换，提出了一个学术问题 ：

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分法还是一个普遍性分析范畴吗？如果说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法只适合于分

析党国体制，那是否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只适合于分析实行多党制的国度？

从方法论上说，从原有的概念中分离出一种亚类型具有双重的意义或后果 ：第一，它确立了

一个新的分类标准，以克服原有概念的缺失 ；第二，在发现新亚类之特殊性的同时，它也将原先

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部分地）沉降为特殊性。换言之，新发现的亚类与原先得到确认的类别在

逻辑上是同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普遍性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构，以包容新的亚类带

来的丰富性 / 特殊性。

具体到本文的分析场景，对中国特殊性的强调不是否定普遍性的理由，否则我们只是以新的

二元对立替代老的二元对立 ；表现上看起来很热闹，但两种做法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或至少

是同构的。恰当的回应方式是基于特殊性，重构普遍性。换言之，任何对特殊性的强调必须在普

遍性的视野下进行，而且也只有在承认普遍性的前提下，特殊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任何将特

殊性和普遍性割裂开来的做法都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

因此，尽管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三分法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它只完成了

概念调适任务的百分之五十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在比较政治学的知识脉络中重构具有

普遍性意义的分析范畴（参见图 3）。

图3表明，经由重构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复合的立体结构。顶层是表达普遍性的层次，

属于穹概念（overarching concept）的范畴，是对丰富多彩的经验现象的高度概括和抽象。㉘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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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是中介变量，提醒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政治制度、政体类型 / 政党制度，作为公权力

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构成要素。概念图式的最底层集中展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态，经验世界

的多样性 / 特殊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经过重构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畴具有两个特征 ：（1）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已经脱离

了它的原型意义，其普遍性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基础之上 ；（2）比较恰当地表达了国家与社

会关系分析范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上的辩证立场，既能避免用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

析范畴硬套中国的经验世界，也能避免在追求本土化和特殊性的过程中否定比较政治学知识的普

遍性。

在经验分析中如何将政党作为独立变量来处置

至此，本文已回答了三个问题中的前面两个，它们偏向于概念和理论分析。现在我们来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与经验研究有关的操作性问题 ：是否在任何时候以及在所有的经验研究中，

都需要将政党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处置？笔者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

法只是提供了一个逻辑性的分析范畴，至于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应当如何使用，则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操作手册。尽管如此，如若我们对于党国体制的组织和结构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经验分析中的策略选择还是有帮助和启发的。

本文第一节中的表 2（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从内外两个维度对政党制度 / 政治

体制进行分类。这一逻辑可以延伸或拓展到党国体制的分析之中。大致而言，在政党-政府-社会三

维关系中，政府与社会、政党与社会可视为一种外部关系，而政党与政府是公权力的内部关系。㉙

在外部关系方面，党国体制的历史起源方式意味着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而政府与社

会关系可以看作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一种间接方式。用萨托利的话来说，“在党国体制中，公共

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㉚在很大程度上，党国体制中政党执政的灵活性在于，它既可以

通过政府渠道来治理社会，也可以对社会发挥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基层党

组织，虽非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却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工具，它们在各自范围内发挥着政

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落实政策的作用。㉛

在内部维度方面，政党既可以在政府系统之外独立存在，亦可内嵌于政府系统之中。所谓“既

可分，又可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探索“党政分开”，还是强调“党政融合”，两者皆存在

图 3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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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结构性的限度 ：一方面，党国体制无法实行百分之百的党政分开 ；另一方面，也无法实现完

全的党政融合，它只能在脱离两极的居中状态里移动。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体制改革

的重心放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政党与国家机构之间也从未彻底分离过。中共十九大明确否

定了“党政分开”的思路，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政党和国家机构全部合二

为一。㉜

基于上述分析，同时根据研究的需要，表 3 设置了两个区分维度 ：一是政党组织的设置情况，

具体分为三种类型（设置在社会之中，设置在政府之中，独立设置）；二是党政关系的状态（分

开与融合），由此得到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若干种逻辑类型。

表 3　党国体制中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逻辑类型

党政关系
组织设置

党与政府
外设    内设

党与社会

党政分开 A1      A2 B
党政融合 C1      C2 D

对于上表提供的六种类型，可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

A1 ：党组织在政府 / 国家机构之外独立设置。例如，各级党委与政府的分设 ；执政党的最高

决策机构在组织结构上处于国家正式或法定机构之外，并对后者实施政治领导。

A2 ：党组织设置在国家机构之内（不同层次和功能领域的党组），其中行政首脑与党组领导

分设。

B ：这类的情形比较复杂，因为“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大包容性的词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

一是在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包括厂商企业）中成立党组织，发挥政治领导作用 ；一是在实行居

民自治的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与社区主任分设。

C1 ：党的职能机构与政府机构合署办公，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C2 ：政府机构内设的党组与政府机构领导人一肩挑，亦即党组书记兼行政首长。

D ：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领导人一肩挑（党支书兼社区主任）。

上述六种类型的区分是逻辑的，经验世界的丰富性肯定会突破这个分类框架，但对于我们所

要讨论的问题来说，这一分类已经足够了。它所具有的分析意义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党政关系的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关系趋于分离时，政

党作为独立的分析变量的可能性趋于上升。如果政党与政府在组织上高度分离，通常情况下，政

党发挥作用的方式需要进行独立的考察。反之，当政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关系趋于紧密时，政党

成为独立分析变量的可能性趋于下降。可见，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与政党作为独立分析变

量的可能性之间大致呈现一种反向关系。

第二，在党组织内设于政府机构的情况下，政党作为独立变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大量的公

共管理研究可归入这一类型。

第三，在政党组织与政府组织相重叠（合署办公）的情况下，政党作为独立的分析变量呈现

为二元极值 ：或趋于百分百，或趋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单位究竟是选择政党，还是选择政府，

取决于提问的方式和研究的语境。

第四，在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方面，政党因素是否需要独立考量取决于具体的经验场景。如

果政党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内嵌的，构成了政府活动的一个内生环节，则政党变量不需要加以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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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在许多场景下，党和政府是联合行动体，在基层治理中尤其如此，所谓“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上面分系统，下面当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党与社会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趋于“合

二为一”。但是，如果政党发挥的作用是独立的，或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外部环节，则政党的变量

需要独立处置。例如，一些地方作为公权力构成部分的基层党组织（街道和乡镇）直接创办社会

组织，形成了所谓的“PONGOs”。㉝

由此可见，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法是指导经验研究的分析性工具，而不是用来套经验事实

的罩子。如果说三分法是对二分法的一种逻辑精致，那么它对研究者提出的相应挑战是，如何提

高对中国政治现象的观察力和敏感度。

总　结

从学术演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畴形成于西方社会，从黑格尔、马克思关于市

民社会的讨论，到韦伯对国家概念的经典界定大致勾勒了这一现代范畴的起源脉络。在某种意义

上，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尤其是“作为整体的政党”）的登台，在时间上要晚于国家与社会

关系分析范畴。当竞争性选举的游戏从上层精英扩展到普通民众时，（作为部分的）政党政治便

与民主政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政党的功能在于连接市民社会与国家，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

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问题。

在比较政治学中，为这一研究奠定知识基础的是萨托利。他关于政党体系的研究及其分类为

本文的叙述既提供了学术灵感，又充当了写作向导。这也是为何笔者将萨托利的研究作为逻辑起

点的缘由。

考诸历史轨迹，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是历史演化的。理查德·卡茨（Katz）和彼得·迈

尔（Peter Mair）关于卡特尔政党的研究，揭示了西方政党从市民社会向国家领域移动的基本趋势。

这种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政党向国家领域的移动与政党作为国家公权力的

组成部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部分的政党”所呈现出的“政党国家化”趋势可以看做

是同一政党制度类型的内部演化，而从“作为部分的政党”到“作为整体的政党”的变化，则是

不同政党制度 / 政治体制的质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国体制的出现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现象 ；作为整体代表的政党嵌入于国

家权力结构之中，与此同时又没有脱离于社会。这一事实带来了两层递进的变化 ：首先，作为公

权力的国家概念在外延方面增添了新的要素 ；其次，国家公权力的概念变化传导到国家与社会关

系分析范畴。

这两重变化对于中国政治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对政党位差及其后果和意义的思

考，将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公权力既包含国

家又包含政党的情况下，简单地套用西方原型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畴会遭遇诸多

的不适。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概念拉抻，更重要的是避免扭曲现实，有必要基于中国的政治现

实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和重构。既有的研究和本文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

第一，在党国体制中，党对国家的全面渗透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在

逻辑上和概念上将党归入国家范畴的理由 ；（因为）即使在全面渗透的背景下，党依然保持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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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组织上、功能上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生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由此主张“将政党带进来”，将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分法发展为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三分法。原

先国家与社会的单维关系扩展为三维关系，亦即政党与社会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党与政

府关系。

第二，在比较政治学的脉络下，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为一个具有三层结构的分析范畴。新

的概念结构为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西方意义上

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与党国体制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都可以视为这一新建构的、

具有普遍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中的两个亚类型。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但可以较好地平衡特殊性

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中国学界和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与沟通。㉞

调适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为人们从事经验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性选择。为了避免选择

的困惑，本文辨析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维关系的若干具体类型，试图提供一个参考性的策略方

案。当然，在做具体研究时，是否需要将政党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处置，取决于特定的分析场景。

因此，笔者愿以下句来结束本文 ：“将政党带进来”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主张，它带来了

概念范畴的一场“革命”，但并不提供现成的操作工具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学术研究的活的灵魂，

也是科学探索活动的精髓。

注释：

① 本文相关内容曾以不同方式在“第六届中国政治社会

学讲习班”（2016 年 7 月 20—22 日，北京）、“海峡两岸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2017 年 7 月 17—28 日，杭州）

和“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第 18 讲”（2019 年 6 月 1 日，上海）

宣讲。在此对三个讲座的主办方和邀请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恕不一一列名）。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徐明强、王海东和

吴振华三位博士生在资料查找方面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

此一并致谢。

② 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虽然为人们广为使用，但国内学

者对于这一范畴本身的系统梳理，到目前为止仍相当有限

（参见邓正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

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第 2 卷 / 总

第 3 期）。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翻译作品或许能弥补一些

缺憾。参见植村邦彦 ：《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

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彼得·瓦格纳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探》，李猛译，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1 年。需要指出的是，从既有的历史来看，

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演化过程并未终结。

③ 以国家 / 政府为中轴的概念构造，与学术取向的国家中

心论 / 社会中心论不是一回事，应加以明确区别。就逻辑

而言，这一概念构造与不同的学术主张——无论是国家中

心论，还是社会中心论或市场中心论，皆可相容。

④ 国内学者（以及华裔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

的反思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之初即已开始，这些

反思基于不同的维度，因而所提出的修正方案也各有特

色。系统梳理这些反思实践将是另一篇论文的主题。在

此，笔者试举数例 ：（1）邹谠先生在考察 20 世纪 80 年

代中国改革经验时发现，在政权性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发生深刻的变化，由此对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概念进行解构，代之以全能主义（totalism）；

（2）邓正来、景跃进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替代二

元对抗，类似地，王旭用相互赋权（empowerment）来克

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3）黄宗智用“第三域”

（the third realm）来描述和把握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

点 ；（4）郁建兴等人在研究温州商会的过程中发现商会独

立性并非参与的前提条件，从而提出了“参与性成长”的

概念。相关文献可参见邹谠 ：《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 ：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邓正来、景跃进 ：《建构中国

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 年创刊

号 ；Xu Wang, “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 

Its Nature, Condition, Mechanisms, and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no.2 (Jan., 1999), pp.231-249 ；黄宗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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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最初英文发表于《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1993 年第 2 期，中文版收录于哈贝马斯等 ：

《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5 年 ；郁建兴、江华、周俊 ：《在参与中成长的中

国公民社会 ：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杭州 ：浙江大

学出版社，2008 年。

⑤⑰ 林尚立 ：《社区自治中的政党 ：对党、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微观考察——以上海社区为考察对象》，上海市社科

联等 ：《组织与体制 ：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会议资料

汇编》，2002 年，第 45 页，第 52—53 页。

⑥ 景跃进 ：《国家、政党与社会 ：三者维度的关系——从

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⑦ 例如，张超 ：《组织嵌入、合法性重构与功能拓展——

中共在社区中的调适》，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 年 ；徐

晓全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山东新泰平安协会

的表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6 年。

⑧ 在某种意义上，“将 X 带进来”（Bringing X in）与“将

X 带回来”（Bringing X back in）的区别不应忽视。20 世

纪 80 年代学界出现了“将国家带回来”（Peter B.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的呼声 ；本世纪又有学者主张 “将政党带

回 来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by Marshall Cavendish, 2004）。从逻辑上

说，当人们主张将 X 带回来时，先在地假设了 X 曾经存在，

而后来被忽视了或边缘化了。因此只有在社会中心论占主

导的语境下，才能理解将国家带回来的呼声（美国学术界

的情形）；同样道理，只有在以政府或以公民社会和社会

运动为中心的语境中，才会主张将政党带回来（海外中国

研究的场景）。本文之所以主张 “将政党带进来”（而不是

“将政党带回来”）是因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政党

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学理层面的认真对待。在国家与社会关

系范畴原型的出产地，政党被作为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来

加以处置 ；在党国体制的相关研究中，存在大量本文所谓

的“直通式操作”。

⑨ 回答这些问题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因为每一种回答都

是在建构不同的意义系统。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中，之所以主张“将政党带进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源

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不能“覆盖”中国场景下的

经验事件，概念和理论的意义之网出现了漏洞和空白。在

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深刻反

思必须返回概念建构的原生之地，在比较脉络中进行概念

的修补 / 重构工作。

⑩ 严格地说，“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与“政

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中的位置”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话

题。前者是一个指导经验研究的命题，后者是一个概念建

构的逻辑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前者可

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判别命题的真假，后者虽然不脱离经验

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对于概念建构而言，判断的标

准不是真假，而是适用性程度。本文的讨论集中在概念层

面，即使有时会涉及经验维度，那也是为了说明概念建构，

而不是分析的主题。

⑪ 笔者一直在关注“党国体制 / 政党国家”一词的起源

问题，但没有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解答。萨托利在《政

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他提及“一些学者用‘党国体制’这个词恰当指出了这

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在注释部分，他枚举了 Jan F. Triska

主编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Communist Party-States, 

Bobbs-Merrill,1969）。笔者专门为此查阅，Jan F. Triska 的

说法如下 ：“共产党或者是执政党，亦即在各自国家内成

功夺取政权——我们将这样的国家称为共产主义政党国

家（communist party-states）, 或者是非执政党，亦即在夺

权斗争中没有取得成功。”（该书英文版第 4 页）。在这样

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党国体制 / 政党国家”原初是指共

产党领导的国家。萨托利将党国体制 / 政党国家的含义扩

展了 ：“这个标签通常被贴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身上，但它

同样也适用于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任

何类似的国家。”参见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制度》，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70 页。由此不难判断，萨托利

是在反面意义上使用党国体制 / 政党国家这一术语的。本

文的写作力图祛除该词的价值色彩，在中性意义上来使用，

这方面的榜样是韦伯对官僚制一词所做的澄清。

⑫ 关于卡特尔政党的研究，参见卡茨（Richard Katz）和

梅尔（Peter Mair）的经典论文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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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vol.1, no.1 (Jan.,1995), pp.5-28。

该文收录于 Peter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五

章）。中文介绍可参见向文华 ：《西方卡特尔政党理论研究

述评》，《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4 期。在这篇经典论文中，

作者对照了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

尔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位置及不同特征，其中卡特尔

政党被认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将卡特尔

政党视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与政党作为公权力的组成部分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忽视了这种差别，党国体制这个

词就失去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意义。

⑬ 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70 页。如何理解萨托利所谓的“复本”观点？

两种不同政治组织（党和国家）的关系如何？萨托利对此

似乎没有系统的论述，将他的相关表述提炼一下，大致可

归结为以下四点 ：（1）政党和国家是两个相互维持且相互

强化的组织 ；（2）它们不是完全分离的，所谓“党国一体

混合物”；（3）两种关系类型 ：国家服务于政党，或政党

服务于国家 ；（4）在党国体制中，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

务的副产品。参见同书第 71—72 页。相比之下，鲍尔·刘

伊斯（Paul G. Lewis）倾向于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 ：“（然

而）在这种模型的任何具体情形下，政党和国家的对应

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只要在一个独特的新型组织中，两者

不完全融合各自的身份，政党和国家就有必要保持不同的

机构。”参见 Paul G. Lewis, “Party States and State Parties,” 

in Richard S. Katz & William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Sage Publications, 2016, p.472。

⑭ 2017 年 3 月 5 日，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

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

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参见《人

民日报》2017 年 3 月 6 日第 4 版。在从事中国政治分析时，

显然有必要区分不同语境下的词汇实践，例如官场话语与

学术话语的差别（中央党校李良栋教授曾建议在中国语境

下区分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前者是党校系统和宣传系统

的表达，与时政的联系非常紧密 ；后者以高校为主要阵地，

具有较强的学科意识和知识对话功能），学术话语与民间

话语的区分等。

⑮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具有多层次、跨领域

的特征。就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它的核心部分进入国家

公权力结构，还有相当的部分处于国家公权力结构之外。

严格地说，“政党在国家中”只是它的部分状态，事实上

它同时在社会之中。将“党在国家中”与“党在社会中”

对置起来，只是为了说明和对照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构。

在从事具体的经验分析时，一定要记住现实世界中的故事

远比逻辑状态更为丰富而复杂。

⑯ 关于这一点，国内学界有着相当普遍的共识。例如，

在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治制度时，王振耀指出，“在

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党和国家两个比较独立的权

力系统。”参见王振耀 ：《党政关系研究论纲》，聂高民、

李逸舟、王仲田编 ：《党政分开理论探讨》，北京 ：春秋出

版社，1987 年，第 122 页。又如王长江认为 ：“以党代政

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党的领导机构直接作为权力机构行

使公权力，同时却缺乏公权力应有的约束。”参见王长江

执笔 ：《党政关系研究报告（总报告）》，王长江主编 ：《党

政关系研究》，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年，第 27 页。

关于党国体制公权力结构的表述存在不同的用词方式。例

如，“党和国家”通常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 ；而“党

政不分”或“以党代政”则是在否定或批评的意义上使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语言中尚未有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来

统摄日常政治词汇中的“党和国家”。比较政治学也只能

使用联词（政党 - 国家）。这一事实表明，在西方政治现

代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炼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尚无法自

如地应对中国政治的经验。只要学术界继续使用联词——

无论是“党和国家”，还是“政党 - 国家”（party-state），

都表明相关的思考尚未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

⑱徐晓全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山东新泰平安

协会的表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6 年，第 160 页。

⑲ 这三种关系在逻辑上各具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孤立，

彼此之间存在着特定的连接机制。笔者在研究村民自治时，

发现“在党政合一体制（西方称之为 PARTY-STATE）下，

政党组织被高度科层制化了。在政府的每一层次都有居于

权力核心地位的党的机构。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

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联接在一起，

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渗透着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以

及党与社会的关系”。参见景跃进 ：《党、国家和社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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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维度的关系——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⑳ 与学界流行的观点不同，运动式治理很可能是党国体

制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内在特征，而不完全是韦伯意义上的

理性化对象。换言之，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构成了党国

体制治理逻辑的两翼。

㉑ 参见王振耀 ：《党政关系研究论纲》，聂高民、李逸舟、

王仲田编 ：《党政分开理论探讨》，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7 年，第 120—126 页。

㉒ 关于党国体制结构性分析的中文译作，可分别参见匈

牙利学者玛丽亚 · 乔纳蒂的《转型 ：透视匈牙利政党 - 国

家体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及《自我耗竭式演进 ：

政党 - 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李侃如的《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10 年）；阿 · 阿尔托夫汉诺夫的《苏共野史》

上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关于党政官僚制的研

究可参见刘炳辉 ：《党政科层制 ：当代中国治体的核心结

构》，《文化纵横》2019 年第 2 期。

㉓ 例如，卡伦·达维莎（Karen Dawisha）认为，虽然苏

联党和政府在组织上有区别的，但是党对国家的全面渗

透是如此之深，在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将党与国家

区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参见其 “State and Politics in De-

veloped Socialism: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oviet Theory,” 

in John A. Hall eds., States in History, Basil Blackwell, 1986, 

pp.220-221。这一观点虽然针对前苏联研究，但对于中国

政治分析而言，逻辑是相通的。

㉔ 林尚立 ：《集权与分权 ：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

变化》，陈明明主编 ：《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复

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年，

第 152—153 页。

㉕ 戴维·海因（D. J. H）持有不同于卡伦·达维莎的看

法 ：“尽管政党和政府结构在许多层次上交织，但在分析

苏联是如何被统治的时候，在政党和政府结构之间进行概

念性的区分仍然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是有益的。”参见戴

维·米勒、韦农 · 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

文版）主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62 页。笔者

以为，这一分歧的存在将是长期的，而且不可能彻底消弭。

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相关的历史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认识这个问题。与前苏联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中国成功

地在维持党国体制的前提下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计

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单位体制，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

的“社会”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分析范畴缺少

用武之地，区分党和国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关

系开始生成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尽管共产党的执政

地位依然坚固，但是党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

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巨变，这些变化集中体现于四大

关系之中 ：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以

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经济 - 社会 - 政治结构分化的背

景下，在方法论上将政党与国家作适当的区分是有益的。

㉖ 政党的这种特殊性同样也体现在国际关系领域。乔

治·莫特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指出，如若不理解执

政党（共产党），便无法理解它所统治的国家结构 ；离开

了共产党，政党国家就无法存在，而共产党可以在没有国

家的情况下独立存在。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共产党作

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独立变量来加以关注。参见 George 

Modelski,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Interna-

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II, pp.126-132 ；

转 引 自 Communist Party-States: Comparative and Interna-

tional Studies, Bobbs Merrill, 1969, pp.3-4。有趣的是，当

年胸怀世界革命雄心的毛泽东也有相似的认知 ：“在 1957

年 11 月 22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试图区分国家的外

交政策和党的对外关系 ：‘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

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

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

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局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 ；还有执

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

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 ；还有

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 ；还有支持整个国

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

线。’”参见吴冷西 ：《十年论战》，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2 页。转引自章永乐 ：《万国竞争 ：康有

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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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8 页。

㉗ 参见景跃进 ：《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第 3 期 ；景跃进 ：《从村民自治到党支部建设》，《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㉘ 关于穹概念的讨论参见 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

itsky, “Democracy: Conceptual Hierarchi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David Collier and John Gerring eds., Concept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 The Tradition of Giovanni, 

London: Routledge, 2009。中文译文可参见高奇琦、景跃

进编 ：《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第 129—151 页（译为“统御性概念”）。

㉙ 当然，所谓的内外关系只是为了分析的需要而作出的

逻辑区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所谓的内外之别是相对

的，而且两者的边界也不是清晰的，因为在政治 - 经济 -

社会的构造方式上，整体性和关联性是党国体制的一个基

本特点。参见邹谠 ：《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 ：牛津大学

出版社，2002 年 ；邹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

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

㉚ 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71 页。

㉛ 党国体制是一个由不同原则和机制构成的复合体，存

在着双重官僚制和多元治理逻辑。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

景下，执政党拥有政府和政党两只手来治理社会，可根据

不同场景下的差异性需要来制定规则。例如，在国家法律

和政府治理体系中不宜出现的东西，可以安排在党的系统

中加以呈现（党章与党规）。在政府不合适做事的地方，

党组织可以名正言顺地切入。例如，在实行村（居）民自

治的情况下，在开放选举的情况下，党可以通过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途径来控制基层社会。又如，除了政府向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之外，党可以在社会组织中从事党建活动。

不但如此，党还主动从事社会组织的建设，出现了所谓的

PONGOs。

㉜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表明，党政关系是党国体制最为

重要的结构性变量。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党政关系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态，诸如党组织在国家机构

之外的独立设置、在国家机构内部设置党的组织（党组）、

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合署办公、在党政组织分设的场景下

实行领导职务的一肩挑，等等 ；第二，从时间维度来看，

如何处置党政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难题，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已经历了数度变革。这

方面的研究已有积累了海量的中文资料，一个简要的说明

可参见王长江主编 ：《党政关系研究》，北京 ：中央党校出

版社，2015 年。

㉝ 上海等地出现了由街道 / 社区党组织直接创办社会组

织的做法，如上海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的民间组织服务中

心，以及上海静安区的“白领驿家”等民间组织。蓝梦琳

（Patricia M. Thornton）将这种类型的组织称为“党办非

政府组织”（Party-organiz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简称 PONGOs）。参见 Patricia M. Thornton, “The Advance 

of the Party: Transformation or Takeover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3, March 2013, pp.1-

18。张超认为，在这种新型的党与社会的关系中，党不仅

仅是社会组织发育的推动者而且是社会组织的直接创建

者，党与社会组织不再是相互分立与独立的关系，而是相

互融合和嵌入的关系。参见张超 ：《组织嵌入、合法性重

构与功能拓展——中共在社区中的调适》，清华大学博士

论文，2015 年，导论，第 9 页。这些经验事实为我们理

解 20 字方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提供了新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党

国体制不可能出现或存在西方意义上（以独立性和对抗性

为基本特征）的“公民社会”。所谓社会建设的发展前景

并不是“市民社会”，而是党国体制的一个特定功能领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建构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关

系，它们是一个整体工程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且相互影响。

㉞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关于“社会科学中国化 / 本土化”

的陈述，必定包含两个相关的理论建构环节 ：（1）能够说

明中国场景的话语工具 ；（2）将这一话语工具（理论与概

念）与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概念整合起来，重构具有普

遍性的理论命题 / 分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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